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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举办的
全国轻工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上获悉，广
东省深圳市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再次被授予“中
国钟表之都·深圳”称号。

此前，在“中国钟表之都·深圳”称号复评审
过程中，评审专家组一致认为，深圳钟表业具有
市场占有率高、龙头企业集聚，品牌优势彰显、企
业研发能力强，标准化建设有力及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发展支撑强劲四个特色亮点，已形成较为
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意继续授予“中国钟表之都·
深圳”称号。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会长朱舜华告诉记
者：“始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深圳钟表产
业，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
逐步成长起来。2014年，深圳市被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及中国钟表协会授予‘中国钟表之都’称
号，成为全国唯一获此称号的城市。”

据悉，目前全球有钟表微精密技术生产能
力的三大基地分别是瑞士、日本和中国。以深圳
为主的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全球主要的手表生

产和配套基地，中国手表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80%，深圳手表产量占中国手表产量的53%，占
全球手表产量的42%。”

朱舜华表示，目前深圳钟表微精密技术产业
已经初步具备以精密制造为产业基础、以创新设
计为手段、以品牌运营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雏形。

依靠资源集中，全产业链条聚集的优势，深
圳拥有了完整的手表产业链。深圳钟表制造成
表相关的配套零部件超过95%在本地生产，形成
了精密加工设备制造、机心、表壳、表盘、表带及
芯片、电路板、微型步进电机等完整产业链，具备
集研究开发、外观设计、加工制造、试制检测、表

面精细化处理、材料改性等完善的全产业实力。
凭借多年的积淀，深圳在微精密技术及制

造领域拥有着强劲实力。以手表为例，最复杂
功能的手表内部由 600多个细小零部件组成
并运行。而想要制造这样一块手表，需要生产
企业拥有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产业分工细到
一个厂只生产手表外观件的某一部件，或只从
事某一生产工序。这使得深圳逐步形成了上
下游齐全的完整产业链。深圳钟表企业持续
追求精密制造和匠心工艺革新，通过自身开
发、校企合作等方式长期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工
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年，深圳钟表企

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有 29
家，“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有8家。

知名产业集群打造知名品牌。目前，深圳

200多家大中型企业已经拥有自主品牌，品牌数
量达200多个。在中国钟表“十强企业”中深圳
占 7个；中国名牌 4个（飞亚达、天王、依波、霸
王）；中国驰名商标8个（飞亚达、天王、依波、霸
王、雷诺、格雅、瑞辉、星皇）；广东省著名商标9
个（飞亚达、依波、星皇、格雅、超维、君斯达、宝时
捷、雷诺、霸王）；深圳知名品牌11个。深圳自主
品牌已逐步进军欧洲、中东、非洲、东南亚等钟表
市场，初步形成国际化品牌布局。“深圳手表”已
成为业界认可的中国品牌，品牌销售额占国产品
牌的70%以上。

对于未来深圳钟表产业的发展，朱舜华表
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深圳钟表业今
后将以“强产业、多业态、高价值”为重点任务，围
绕“精密智造指针机芯，物联5G数显智能机芯”
的双芯战略，引入全球领先的微精技术设备、技
术、人才。完善产业链条，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创
新能力，改善发展环境，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高端化、集群化、总部型、创新型现代产业体
系。 （暴梦川）

在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一带一路”合作区规划
展示馆里，一幅巨大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图铺满
了整个墙面，上面标着祁县玻璃器皿在中东、东南
亚、欧洲、中非等地区的出口路线。过去几年，产自
祁县的玻璃器皿先后出口到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 40多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平均每年出口
增幅达20%。

“祁县各类玻璃器皿厂已经增加到47家，其中人
工吹制玻璃器皿约占全国产量的50%，大约70%销
往国外。”9月25日，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举办的全国
轻工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上，祁县玻璃器皿
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胡晓峰告诉记者，2020年，祁县玻
璃器皿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37亿元，出口额3.59亿
美元，占据全国手工玻璃器皿半壁江山。

据了解，祁县玻璃器皿产业从十九世纪初的手
工作坊到当前的工业化企业生产，历经百年发展，
特别是近10年来，祁县县委、政府大力支持产业发
展，从国家政策、地方政府层面给予祁县玻璃器皿
产业大力扶持；从企业自身层面，加快开放、创新步
伐，为祁县玻璃器皿行业赢得诸多荣誉。

胡晓峰介绍说，目前祁县建设有国家玻璃器皿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全国玻璃器皿行业唯一
的国家级中心。建设有 9000平米的会展中心，已
经连续召开了 3届“中国玻璃器皿博览会”。成立
有祁县玻璃器皿产业发展中心，专门负责产业发展
研究。组织起草了玻璃器皿生产技术丛书《玻璃器
皿生产工艺手册》、《颜色玻璃器皿》、《玻璃器皿生

产区技术疑难解析》和《玻璃器皿的装饰》，结合祁
县百年发展的实际经验，在生产技术方面为产业凝
结了重要的文献瑰宝。祁县职业中学已获批准开
设硅酸盐、玻璃工艺、艺术设计等专业，下一步将成
为产业技术人才的摇篮和汇集地。

在自主创新发面，祁县玻璃器皿人工吹制玻璃
料质已全部更新为祁县独有的无铅水晶玻璃，折射
率和透光率更好，足以和欧洲产品媲美。在技术进
步方面，祁县机制玻璃器皿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德
国肖特生产线，生产最新进的高脚杯。新上了5条
机吹口杯生产线，采用硼硅玻璃料质，开创了机器
直接吹制硼硅耐热玻璃杯的先河，弥补了市场空
白。在绿色发展方面，炉型全部改造为电熔炉、天
然气炉，电熔炉占比达90%，全部配套了环保设备，
实现了环保发展。玻璃帽口料、杆头料全部回收再

利用，不产生固体废弃物，做到了绿色循环发展。
酒香也怕巷子深，因此，祁县也重视品牌打造

和专业市场建设。目前，祁县全玻璃器皿行业拥有
品牌100多个，专利300多项，手工玻璃产品连续四
年供应G20峰会、“一带一路”峰会、博鳌亚洲论坛、
山西全球推介会等国宴使用，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高
度认可。拥有“大华”“宏艺”两个中国驰名商标，

“Baer”“彦雅轩”等品牌产品已占领国内酒杯、醒酒
器高端市场领域，“凯洛诗”品牌入选为国内轻奢品
牌之一。

此外，祁县建设有 8000平米的中国玻璃器皿
之都展销中心，汇集全国各地特色玻璃器皿产品展
示交易。还正在规划建设 3 万平米的玻璃商贸
城。每年组织玻璃器皿企业参展2次广交会，固定
展位达到了 36个，组织企业每年参展山西品牌丝
路行、中华行以及法兰克福展、迪拜酒店用品展、上
海百货会、深圳礼品展、广州酒店用品展、亚欧博览
会、成都礼品展及等国内外知名展会，对企业摊位费
予以补贴，以“中国玻璃器皿之都祁县”整体形象进
行宣传营销。线上方面，祁县每年邀请电商龙头企
业为玻璃器皿企业进行专场培训。目前从事玻璃器
皿销售的电商网店已经超过了600个，其中营业额千
万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达20余户，最大的企业年销
售额超过了5000万元。通过电商模式，祁县的生产
企业和贸易企业直接对接市场，改变了祁县以往代
工生产的模式，打通了祁县产品内循环通道。

（解 磊）

9月 25日，在全国轻工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
展大会上，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荣获“轻工业先
进产业集群”称号。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广东南
头是一个以家电产业为特色的新兴工业镇，自
2004年获评“中国家电产业基地”以来，先后获得
中国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管理与服务先
进单位、广东家电品牌创新示范基地、广东省家
电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等荣誉。2018年 10月，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家用电器协会联合发文，
授予南头“中国家电品牌基地”称号。2019年，商
务部授予南头“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家电）”
荣誉称号。

据了解，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家用电
器协会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南头镇家电产
业品牌发展取得显著进展，在产业规模、创新能
力产业链配套、知名度、行业竞争能力等方面不
断提升，区域影响力日益增强。2020 年，南头家
电产业实现总产值 514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
中，实现规上家电产业产值 406亿元，规上家电产
业增加值 79.5亿元，家电产业出口额 265亿元，家
电产业工业固投超 15亿元。

南头镇党委书记徐宁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介绍，南头镇现有家电相关企业 4500多家，高新
技术企业 110家。截至 2020年，家电产业有效商
标注册量达 12150 件，国家级省级名牌名标 50
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10 个，广东省名牌 28
个，广东省著名商标 12个。形成以 TCL、长虹、奥
马等龙头企业为带动，超 165个家电产品品类的
生产规模。与此相关的五金配件、注塑、包装等
上下游配套企业应运而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
度集聚，形成以空调、电视、冰箱等大家电为龙
头，小家电门类齐全、零配件配套完善的区域特
色产业集群，已建立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产品几
乎涵盖所有家电种类，现代家电特色产业经济优
势明显，是全国唯一一个区县级白电、黑电产业
链齐全的镇区。

近年来，南头镇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家电品牌
基地迈向全球家电产业链中高端，大力实施“强
链工程”，构建协同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
服务体系，积极对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投入
3000 万元建设南头镇品牌家电智能制造公共服
务平台。中山市智能家电研发协同创新中心重
点围绕智能制造，检验检测，电商服务和技术研
发四大板块，先后引进以硕泰科技、中认华南和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等机构，打造辐射大湾区的
一站式现代服务综合体。

“为了塑造发展环境新格局，打造精品城镇
发展新优势。南头镇大力支持当地企业的发展，
是企业的‘保障组’和‘服务员’，全新建设南头行
政服务中心，精心打造‘一门式、一窗式、一网式’
的综合政务服务平台，全力打造服务效率最高、
管理最规范、综合成本最低的一流营商环境。”
徐宁军对记者说道。

徐宁军表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南
头镇将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眼界、更大的担当，
抢抓双区建设机遇，坚持产业立镇、工业强镇不
动摇，以科技创新、质量品牌开启产业集群新篇
章，打造精品城镇新南头为发展目标，心无旁骛
谋发展，聚精会神抓落实，努力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 （贾淘文 文/摄）

“有了这张项目入区明白纸，我们对整个入区事项办理流程
有了清晰的认识，每个手续环节都一目了然，这下就好像是有了
导航，该办哪个环节也不再困惑了，鞋城‘四送一服’为企服务真
贴心”。安徽省宿州鞋城园区企业安徽海辉鞋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对前来走访回访的“四送一服”包保人员满意地说道。

该负责人所说的“明白纸”到底是什么？据宿州市现代制鞋
产业城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丁明前介绍，为了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最大程度节省新入区企业办理事项的时间
成本，提高项目落地开工的效率，鞋城编辑整理出《鞋城园区项
目入区流程明白纸》，该“明白纸”涵盖了项目入区的手续环节、
适用范围、办理部门、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办理人员等详细内
容，不仅如此，企业办事的每一个环节的申请条件、提交资料、登
录平台、申办步骤、操作流程、注意事项等细节信息也都详尽记
载，并且各手续环节内容介绍里还同时注明了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这种公开化、透明化的办理指南大大节省了企业办事的时
间成本，提高了申办效率，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对鞋城营商环境的
满意度和落地归属感。

而这只是鞋城秉承“顶格服务”理念、精准服务企业，努力打
造高效、规范、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在9月25日
举办的全国轻工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上，代表宿州现代
制鞋产业城领取“轻工业
产业集群管理服务先进
单位”奖项的丁明前告诉
消费日报记者，近年来，
宿州鞋城把握经济规律，
顺应发展大势，把优化营
商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来抓，用好“四送一
服”工作机制，切实提升
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效
率，优化办事流程，“拼环
境”“拼服务”，确保在千
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区域
竞争格局中，抢占先机、
赢得主动。

“工厂筹备期间，工
商注册、设备卸货寻找叉车、工人住宿用餐等一些繁琐的事情鞋城管委会的工作人
员从不推脱，通过帮办代办、送政策上门、主动帮助对接相关部门等各种途径帮我们
一一解决，办事很有时效，信守承诺，这让我们企业对未来的发展很有信心。”安徽宿
州登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先生也对鞋城管委会的高效服务赞不绝口。

正是在鞋城管委会这样优质的管理和服务之下，如今的宿州鞋城围绕“加工制
造、商贸物流、研发创意、教育培训、电商直播”“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抓住中部崛
起、淮海经济区规划、长三角产业转移、皖北振兴等多重机遇，坚持龙头引进、整体
承接、集群发展，加速承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市场依
托型等产业转移，形成以百丽、康奈、东艺等国内知名整鞋企业为龙头，集聚一批配
套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榕树经济”效应。同时完善园区城市功能，真正实现了“产城
一体，宜业宜居”的工作生活环境。

此外，鞋城还坚持以人为本，创新产城融合机制，不断完善园区规划及住房保
障体系，将来鞋城务工人员住房纳入政府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
政策享受范围，实现务工人员“来鞋城就业、在城市安家”梦想；加强职业教育和技
能培训，通过校企联合、企业大学等方式，让务工人员能够得到技能的提高，实现长
远的发展，从而提升务工人员的生活水平和认同感。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宿州鞋城建成区面积达12.5平方公里，注册登记企业及
工商个体户达3012家，吸纳就业及居住人口约5.6万人。2020年全年规上企业皮
鞋年产量约2700万双，实现年产值、利润分别为49.8亿元、7.35亿元，同时鞋服制造
被安徽省政府、宿州市政府确定为宿州市首位产业。宿州鞋城已成为国内重要的
制鞋产业基地，在国内形成了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制鞋产业集聚区。

丁明前表示，鞋城将力争到2025年末形成鞋服制造首位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共同发展的格局，打造全国性重要鞋服产业基地，达成“四上”企业120家以上，工
业总产值100亿元、营业收入15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超15亿元，规模工业增
加值近26亿元，税收收入超13亿元的规模，形成全国领先的轻纺鞋服智能化产业
基地。 （解 磊 文/摄）

“十三五”以来，全国轻工业产业集群发展迅速，作为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我国跻身世界
轻工业大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涌现出一批轻工业
先进产业集群和轻工业产业集群管理服务先进单位。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广大轻工业产业集群在
今后做出更大贡献，经研究，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决定授予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中国家电品牌基地·南头”等30个
产业集群为轻工业先进产业集群，授予中国酒业协会等

40个单位为轻工业产业集群管理服务先进单位。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号召全国轻工业产业集群向受表

彰的先进产业集群和先进单位学习，坚持新发展理念，提
升集聚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行业组织等各方
力量对轻工业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建设作用，为推动轻工
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轻工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依据国家
九部门赋予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共建轻工业产业集群

的工作职能，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与各有关行业（学）会、
中心严格按照《中国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共建
管理办法（修订版）》的要求开展轻工业产业集群共建
工作。

2020—2021年，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潮
州市人民政府等 79个地方政府向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
出新评或复评产业集群的申请。中国轻工联与各有关行
业协（学）会、中心共同完成了申请审查、实地考评、会长

办公会审定等规定的程序，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研究决
定，授予贵州省仁怀市“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等84家产业集群称号。

中轻联表示，望获得称号的产业集群主管部门进一
步加大扶持力度，注重科技创新，实施“三品”行动，强化
标准支撑，建设绿色智慧产业园区，提升集聚质量和水
平，促进产业集群提质跃升，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及建设轻工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深圳再获“中国钟表之都”称号

广东南头擦亮“中国家电品牌基地”金字招牌

山西祁县玻璃器皿产业融入“双循环”

轻工业先进产业集群轻工业先进产业集群 轻工业产业集群管理服务先进单位轻工业产业集群管理服务先进单位

安
徽
省
宿
州
市
现
代
制
鞋
产
业
城
管
理
委
员
会
：

﹃
四
送
一
服
﹄
为
鞋
企
发
展
赋
能

产业集群提质跃升 推动建设轻工强国

市场占有率高、龙头企业集聚、品牌优势彰显、企业研发能力强、

标准化建设有力及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发展支撑强劲

法院公告栏
李乾林：本院受理原告黄献贞诉被告李乾林
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桂 0422 民初 2984 号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一、原告请求法院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二、
判决两婚生小儿子李耀祖由原告抚养至十
八周岁，抚养费由被告每月支付 500元给原
告；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本院定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10时，在本院太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
蔡磊婷、蔡厚杰、蔡海龙、蔡海亮、蔡厚彪、蔡
厚彬：本院受理原告王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定于举证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岭岗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刘子凤诉你及代小乐、
张家口晶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张家口京北
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工程造价
鉴定意见书。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你如
对工程造价签定书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
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如无异议，
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的期满后第 15日上午
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怀安县人民法院
李卫周：本院受理张会龙申请执行你与李
刚、许昌森阳商贸有限公司、丁建伟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豫1003执恢23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评估、拍卖），责令你
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履行许昌市建安
区人民法院（2018）豫1003民初1892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仍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对被执行人李卫周名下位于许昌市
名门西郡13号楼东起二单元1203室房产及
许昌市碾上社区6组1-1幢1-2层第一幢西
半部（证号：10058298）房产予以评估、拍
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联系办理有
关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本案执行过
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
起七日内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拍卖等
过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
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王文军、郭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诉你们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 0102民
初 30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
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安徽文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韩太泉、任六柱诉你公司、安徽同济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舒城县广盛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舒城县人民法院杭埠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赵丽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晓科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 0426 民初 2085 号民事判决书和
（2021）冀 0426 财保 121 号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
孙多明：本院受理原告艾金月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冀0433民初1386号民事判决
书和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民事裁定书，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 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石长有、孙兆福、张玉锋：本院受理原告阿荣
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283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向阳峪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
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
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宋仁臣、宋义亮、宋义旭、候涛、孙秀贵、宋义
奎：本院受理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音河信用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内0721民初283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向阳峪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刘保丰、姜海龙、张成民、许桂库、徐宝成、白
国龙、徐宗林、张玉良、许桂财：本院受理原
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
28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向阳峪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
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何广生、牛丹丹、周建丰、周建民、张明明、白
喜仁、孟祥君、牛晓春、王士宝：本院受理原
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
28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向阳峪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
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徐树江、王树海、刘振波、许连成、李景涛：本
院受理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道
沟信用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内 0721 民初 3110 号民事裁定书，准
许原告撤回起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向阳峪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张金玉、张殿雯、王满林：本院受理原告阿荣
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道沟信用社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21
民初 3112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
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向阳峪法
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陆代萍：本院受理陆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被告陆代萍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陆炜借款
本金 12000 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贺敏：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516
号原告代贵平、袁珍贵诉被告贺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 9时 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衡谦：本院受理原告吴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812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林咸郢：本院受理原告淮安国泰恒安消防设
备有限公司诉你及第三人范顺国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 0812 民初 317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王东来：本院受理原告严进诉你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 0812民初 750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杨毅：本院受理原告张磊诉朱大兵、第三人
杨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812民初 28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刘 峰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028197609170077）：本 院 已 受 理
（2021）川1028民初3805号原告李荣国诉你
和范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
1、要求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 4 万元及
利息（利息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付清本金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与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将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 15 时在隆昌市
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如逾期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隆昌嘉华摄影经营部（经营者：罗嘉华，身份
证号码：511028198109052933）：本院已受
理（2021）川1028民初3926号原告赖成凯诉
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
法判决被告退还原告缴纳的摄影费用 5899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
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相
关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与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将于2021年12
月 20 日 16 时 30 分在隆昌市人民法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